抽检单编号

NCP63212818090010

被抽检方
(★ 必填)

被抽检方地址(★ 必
填)

蔬菜瓜果综合
循化县街子三岔市场
批发部

生产/加工/购进日期
被抽检方联系 样品名称(★ 必
（如：
方式
填)
购进日期：2017-05-12
）

13619726927

黄豆

抽样人

购进日期：2018-09-01 陈岩、范青湘

抽样日期
（格式为
2016-0902）

2018/9/3

抽样单位名称

抽样单位地址

检测项目

检测依据

GB 5009.12-2017，GB
铅，镉（以Cd计），铬 5009.15-2014，GB
循化县市场监督 循化县政务服务
（以Cr计），氧乐果， 5009.123-2014，参照
管理局
中心10楼
克百威。
GB/T 20770-2008，参照
NY/T 761-2008。

NCP63212818090006

蔬菜瓜果综合
循化县街子三岔市场
批发部

13619726927

黄瓜

购进日期：2018-09-01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3

循化县市场监督
管理局

NCP63212818090003

蔬菜瓜果综合
循化县街子三岔市场
批发部

13619726927

结球甘蓝（紫甘
蓝）

购进日期：2018-09-01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3

循化县市场监督
管理局

NCP63212818090007

蔬菜瓜果综合
循化县街子三岔市场
批发部

13619726927

辣椒（青椒）

购进日期：2018-09-01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3

循化县市场监督
管理局

NCP63212818090002

蔬菜瓜果综合
循化县街子三岔市场
批发部

13619726927

上海青

购进日期：2018-09-01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3

循化县市场监督
管理局

NCP63212818090001

蔬菜瓜果综合
批发部

循化县街子三岔市场

13619726927

山药

购进日期：2018-09-01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3

循化县市场监督
管理局

NCP63212818090005

蔬菜瓜果综合
循化县街子三岔市场
批发部

13619726927

西葫芦（菜瓜）

购进日期：2018-09-01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3

循化县市场监督
管理局

NCP63212818090004

蔬菜瓜果综合
循化县街子三岔市场
批发部

13619726927

食用菌（杏鲍
菇）

购进日期：2018-09-01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3

循化县市场监督
管理局

NCP63212818090008

蔬菜瓜果综合
循化县街子三岔市场
批发部

13619726927

梨（早酥梨）

购进日期：2018-09-01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3

循化县市场监督
管理局

NCP63212818090009

蔬菜瓜果综合
循化县街子三岔市场
批发部

13619726927

苹果

购进日期：2018-09-01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3

循化县市场监督
管理局

GB 5009.12-2017，GB
铅（以Pb计），镉（以
5009.15-2014，NY/T
循化县政务服务 Cd计），毒死蜱，克百
761-2008，NY/T 761中心10楼
威，阿维菌素，腐霉利
2008，GB 23200.20。
2016，NY/T 761-2008。
GB 5009.12-2017，GB
铅（以Pb计），镉（以 5009.15-2014，NY/T
循化县政务服务
Cd计），杀扑磷，甲胺 761-2008，NY/T 761中心10楼
磷，毒死蜱，甲拌磷。 2008，NY/T 761-2008，
GB 23200.8-2016。
GB 5009.12-2017，GB
铅（以Pb计），镉（以 5009.15-2014，NY/T
循化县政务服务
Cd计），克百威，氧乐 761-2008，NY/T 761中心10楼
果，甲胺磷，腐霉利。 2008，NY/T 761-2008，
NY/T 761-2008。
GB 5009.12-2017，GB
铅（以Pb计），镉（以
5009.15-2014，NY/T
Cd计），毒死蜱，克百
循化县政务服务
761-2008，NY/T 761威，
中心10楼
2008，NY/T 761-2008，
氧乐果，阿维菌素，杀
GB 23200.20-2016，NY/T
扑磷。
761-2008。
GB 5009.12-2017，GB
铅（以Pb计），镉（以 5009.15-2014，NY/T
循化县政务服务
Cd计），克百威，乐
761-2008，NY/T 761中心10楼
果，六六六，杀扑磷。 2008，NY/T 761-2008，
NY/T 761-2008。
GB 5009.12-2017，GB
铅（以Pb计），镉（以
5009.15-2014，NY/T
循化县政务服务 Cd计），毒死蜱，克百
761-2008，NY/T 761中心10楼
威，阿维菌素，腐霉利
2008，GB 23200.20。
2016，
铅（以Pb计），镉（以 GB 5009.12-2017，GB
Cd计），氯氰菊酯和高
5009.15-2014，NY/T
循化县政务服务
效氯氰菊酯，氯氟氰菊 761-2008，NY/T 761中心10楼
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， 2008，GB 5009.34-2016
二氧化硫残留量。
。
GB 5009.12-2017，GB
铅(以Pb计)，镉(以Cd 5009.15-2014，GB
循化县政务服务
计)，阿维菌素，氧乐 23200.20-2016，NY/T
中心10楼
果，克百威，毒死蜱。 761-2008，NY/T 7612008，NY/T 761-2008。
GB 5009.12-2017，GB
铅(以Pb计)，镉(以Cd 5009.15-2014，GB
循化县政务服务
计)，阿维菌素，氧乐 23200.20-2016，NY/T
中心10楼
果，克百威，毒死蜱。 761-2008，NY/T 7612008，NY/T 761-2008。

监测项目
（同30）
（2个项
目之间用
/）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NCP63212818090011

循化县自比大 循化县积石镇天池北
馍馍铺
路

15597299162

青稞花卷

生产日期：2018-09-03 马虹、范青湘

2018/9/3

循化县市场监督 循化县政务服务
管理局
中心10楼

NCP63212818090015

循化县撒拉传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
统馍馍铺
街子三岔市场

15009781847

花卷

生产日期：2018-09-04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4

循化县市场监督 循化县政务服务
管理局
中心10楼

NCP63212818090012

循化县自比大 循化县积石镇天池北
馍馍铺
路

15597299162

锟锅

生产日期：2018-09-03 马虹、范青湘

2018/9/3

循化县市场监督 循化县政务服务
管理局
中心10楼

NCP63212818090017

循化县撒拉传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
统馍馍铺
街子三岔市场

15009781847

锟锅

生产日期：2018-09-04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4

循化县市场监督 循化县政务服务
管理局
中心10楼

NCP63212818090019

循化县街子萨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
拉儿馍馍铺
街子三岔市场

15897010531

青稞锟锅

生产日期：2018-09-04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4

循化县市场监督 循化县政务服务
管理局
中心10楼

NCP63212818090014

循化县四季香 循化县积石镇迎宾南
馍馍铺
路

13299839091

香豆饼

生产日期：2018-09-03 马虹、范青湘

2018/9/3

循化县市场监督 循化县政务服务
管理局
中心10楼

NCP63212818090018

循化县街子萨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
拉儿馍馍铺
街子三岔市场

15897010531

香豆饼

生产日期：2018-09-04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4

循化县市场监督 循化县政务服务
管理局
中心10楼

NCP63212818090013

循化县四季香 循化县积石镇迎宾南
馍馍铺
路

13299839091

馒头

生产日期：2018-09-03 马虹、范青湘

2018/9/3

循化县市场监督 循化县政务服务
管理局
中心10楼

NCP63212818090016

循化县撒拉传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
统馍馍铺
街子三岔市场

15009781847

烤饼

生产日期：2018-09-04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4

循化县市场监督 循化县政务服务
管理局
中心10楼

NCP63212818090020

循化县街子萨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
拉儿馍馍铺
街子三岔市场

15897010531

白饼

生产日期：2018-09-04 陈岩、范青湘

2018/9/4

循化县市场监督 循化县政务服务
管理局
中心10楼

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
以 Al 计），铅（以
Pb 计），甲醛次硫酸
氢钠（以甲醛计），硼
酸，二氧化钛，二氧化
硫残留量 。
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
以 Al 计），铅（以
Pb 计），甲醛次硫酸
氢钠（以甲醛计），硼
酸，二氧化钛，二氧化
硫残留量 。
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
以 Al 计），铅（以
Pb 计），甲醛次硫酸
氢钠（以甲醛计），硼
酸，二氧化钛，二氧化
硫残留量 。
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
以 Al 计），铅（以
Pb 计），甲醛次硫酸
氢钠（以甲醛计），硼
酸，二氧化钛，二氧化
硫残留量 。
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
以 Al 计），铅（以
Pb 计），甲醛次硫酸
氢钠（以甲醛计），硼
酸，二氧化钛，二氧化
硫残留量 。
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
以 Al 计），铅（以
Pb 计），甲醛次硫酸
氢钠（以甲醛计），硼
酸，二氧化钛，二氧化
硫残留量 。
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
以 Al 计），铅（以
Pb 计），甲醛次硫酸
氢钠（以甲醛计），硼
酸，二氧化钛，二氧化
硫残留量 。
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
以 Al 计），铅（以
Pb 计），甲醛次硫酸
氢钠（以甲醛计），硼
酸，二氧化钛，二氧化
硫残留量 。
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
以 Al 计），铅（以
Pb 计），甲醛次硫酸
氢钠（以甲醛计），硼
酸，二氧化钛，二氧化
硫残留量 。
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
以 Al 计），铅（以
Pb 计），甲醛次硫酸
氢钠（以甲醛计），硼
酸，二氧化钛，二氧化
硫残留量 。

GB 5009.182-2017 ，GB
5009.12-2017，GB/T
21126-2007，GB
5009.275-2016，
GB5009.246-2016，GB
5009.34-2016。
GB 5009.182-2017 ，GB
5009.12-2017，GB/T
21126-2007，GB
5009.275-2016，
GB5009.246-2016，GB
5009.34-2016。
GB 5009.182-2017 ，GB
5009.12-2017，GB/T
21126-2007，GB
5009.275-2016，
GB5009.246-2016，GB
5009.34-2016。
GB 5009.182-2017 ，GB
5009.12-2017，GB/T
21126-2007，GB
5009.275-2016，
GB5009.246-2016，GB
5009.34-2016。
GB 5009.182-2017 ，GB
5009.12-2017，GB/T
21126-2007，GB
5009.275-2016，
GB5009.246-2016，GB
5009.34-2016。
GB 5009.182-2017 ，GB
5009.12-2017，GB/T
21126-2007，GB
5009.275-2016，
GB5009.246-2016，GB
5009.34-2016。
GB 5009.182-2017 ，GB
5009.12-2017，GB/T
21126-2007，GB
5009.275-2016，
GB5009.246-2016，GB
5009.34-2016。
GB 5009.182-2017 ，GB
5009.12-2017，GB/T
21126-2007，GB
5009.275-2016，
GB5009.246-2016，GB
5009.34-2016。
GB 5009.182-2017 ，GB
5009.12-2017，GB/T
21126-2007，GB
5009.275-2016，
GB5009.246-2016，GB
5009.34-2016。
GB 5009.182-2017 ，GB
5009.12-2017，GB/T
21126-2007，GB
5009.275-2016，
GB5009.246-2016，GB
5009.34-2016。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合格

